
www.icif.cn 

2020（第十九届）中国国际化工展览会
ICIF China 2020
2020年9月16-18日
中国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Sponsor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Organizers

参展费用

场馆平面图

新材料 · 新科技 · 新装备

SmartChem-Innovation Creates the Future
智慧化工-创新引领未来

CPCIF 官 方 微 信

A 区

B 区

C 区

标准展位

13800元人民币/9平方米（9平方米起订）

10800元人民币/9平方米（9平方米起订）

-

升级展位

16800元人民币/9平方米

（9平方米起订）

光地

1280元人民币/平方米（36平方米起订）

1180元人民币/平方米（36平方米起订）

1080元人民币/平方米（36平方米起订）

停车场
Parking

便利店
Convenience Store

贵宾廊
VIP Lounge

公安局办公室
Police Office

班车点
Shuttle Bus Stop

商务中心
Business Centre

新闻中心
Press Centre

问讯处
Information

展商/观众登记处
Registration

出租车停车点
Taxi Station

主办单位办公室
Organiser Office

China 2020
Sepcember 16-17-18

China 2020
Sepcember 16-17-18

China 2020
Sepcember 16-17-18

China 2020
Sepcember 16-17-18

Clea
n W

ate
r

主入口

详情请联系：

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化工行业分会

www.icif.cn



展品范围

为何选择 ICIF China？

各细分专业形成趋于成熟，展商和专业观众满意度大幅

提升，四展联动，倾心打造中国石化产业周；聚焦能源

化工、石油化工、基础化工、材料化工全行业全产业链

上万种产品和技术。

中国石化产业周

第五届国际智慧化工大会，将围绕石化和化工行业发展趋

势，推进行业实现智慧化，助力石油和化工企业提升生产

运营管理水平和节能减排增效发展，同时服务于产业，保

障智慧化工和绿色化工的可持续发展；打造安全、环保、

绿色化工产业，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有机融合。

智慧化工大会

预计将有来自世界各地约100名记者前来报道ICIF 
China。此次展会汇集了来自美国、俄罗斯、中东、
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多个国家的买家团
体，为参展商带来了新的商机。  

庞大的市场资源和
高质量的买家

汇聚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领军企业：国有龙头企业引领，民营龙

头企业积极参与，20余个国家的国际一流企业汇聚一堂；规模

之大，产品之丰富让人目不暇接----1800+企业、5000+展位、

10000+产品，涵盖能源化工、石油化工、基础化工、材料化工

全行业全产业链产品及技术。

龙头企业引领

ICIF China由中国石油与化工行业最具有代表性的三个组
织：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
会化工行业分会以及中国化工信息中心共同主办。三大化
工领域权威机构强强联手，携手打造行业内最具有代表性
的展会平台。

强大的品牌号召力

关于 ICIF China

中国国际化工展览会（ICIF China），创办于1992年，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化工行业分会和中国

化工信息中心三大化工行业权威机构组织。集中展示当今石油和化学工业的产品和先进技术，涵盖了整个石油、石化、化工及其相关产业

领域；已成为国内外石油和化工界广泛认可、企业踊跃参与、影响力较高的行业品牌展会。展会以“智慧化工—创新引领未来”为主题，

研究探讨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安全、环保、能效、科学发展方向，展示化工全产业链最新的产品与理念，为行业发展发挥助力，搭建协

同发展共赢平台。

2020（第十九届）中国国际化工展览会将于2020年9月16-18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届展会规模将超过30,000平方

米，参展企业600余家，展会同期举办贸易洽谈、技术交流、经济合作、信息发布、专题会议等多场次系列活动，并召开“第五届国际智

慧化工大会”，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企业家齐聚一堂，共谋行业发展大计。服务于企业进步，引领推动中国石油和化工企业转型、

结构调整、产品升级、绿色发展。继续与第二十届中国国际橡胶技术展、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胶粘剂及密封剂展、第十六届中国国际石

油和化工水处理技术与装备展同期同地举办，四展联动，倾心打造中国石化产业周；整体规模将突破110,000平方米，将汇聚100,000人

次专业观众、买家与贸易商前来参观洽谈。

中国化工行业顶级贸易平台

2019年观众行业数据

*数据分析来源于2019预登记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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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化学品
基本无机、有机化工原料等

石油化工及能源化工
原油、溶剂油、石蜡及石油产品添加剂等；炼化

一体化、芳烃、PX、PTA、PET、化纤等；烯烃、

乙烯、丙烯、TDI、MDI等；煤化工，天然气，页

岩气，氢能等

精细与专用化学品
有机化工原料及中间体、荧光增白剂、催化剂、

塑料助剂、表面活性剂、电子化学品、水处理化

学品、外购/定制合成/委托加工化学品、饲料和

食品添加剂、生物化学品、油田化学品、皮革化

学品、日用化学品、清洁剂及添加剂等

化工安全生产技术、安全监测与应急防控技术与

装备、化工环境保护技术与设备、三废处理技术

与装备、土壤修复技术、职业健康产品等

化工安全与环保

有机氟硅材料、工程塑料、改性塑料，高性能纤

维，复合材料，聚氨酯材料、其他化工新材料等

化工新材料

泵、阀、管件，干燥、分离及过滤设备，粉体及

筛分设备、智能制造、流体传动及换热设备，制

冷设备，分析及检测、实验室仪器，密封件，化

工成套装置和设备等

化工技术与装备

智慧化工与智能制造
绿色化工园区、智慧化工园区、智慧管理平台、

智能工厂，科研院所、信息服务机构等；智慧化

工新技术、石化行业大数据及物联网创新平台、

人工智能新技术产品、智能制造新装备、最新计

量及监控产品、自动化控制技术与装备等

化学品包装与储运
包装：IBC吨桶、塑料桶、PE阀口袋、纸塑复合

袋、塑料编织袋、液袋、集装箱充气袋、不锈钢

容器、塑料托盘、木制托盘、周转箱、瓶盖、标

签、清洗系统、透气产品及包装整体解决方案及

包装设备等

储运：化工物流公司、存储设备、储罐设计与工

程、专业仓库、罐区、港口、堆场等

危险品物流技术与装备

2019年国内外观众分布数据

中国其它地区观众49.15%

展会本地观众33.33%

海外观众16.84%

港澳台观众0.68%

海外观众来自
美国、德国、俄罗斯、阿联酋、印度、土耳其、菲律宾、日本、
韩国、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巴西等26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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